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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设计”丛书首发

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策划的
“中国好设计”丛书日前在国际工程科
技发展战略高端论坛———创新设计论
坛暨2015中国创新设计大会上首发。

作为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
“创新设计发展战略研究” 成果之
一，“中国好设计”丛书此次推出《中
国好设计案例研究系列》以及《创新

设计发展战略综合研究》《中国创新设
计路线图》等共10册。不仅包含中国
原创的好设计， 更将日本等国际知名
的好设计收纳其中。 （柯璞）

书海观潮

报眼态度

推动学生阅读
理科老师也有责任

■殷国雄

读了11月2日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
《什么也不能替代科普阅读》 一文， 我便
和两个物理老师聊起了这个话题， 大家都
深有感触， 觉得科普教育在中学几乎为
零。 其实， 对于基础好一点的学生， 曹天
元、 费曼、 霍金的书， 理科老师是应该推
荐给学生读的。 目前的理科教材中只有公
式， 实验背景和实验过程介绍得过于简
单， 大大忽视了其中的方法论和认识论。

无论是个人的阅读选择， 还是为学生
编选专题阅读讲义、 挑选影片设计电影课
程， 我都尽可能将建立相对完整的知识结
构作为原则之一， 所以， 除了文学， 教育
学、 经济学、 法学、 历史学、 社会学的常
识都有涉及。 但科普类的题材几乎不在我
的关注之内。 除了个人知识结构的不完整
和兴趣的偏好， 究其根本， 还是因为我有
一种想当然的偏见： 科普虽是大众读物，
讲述方式通俗明了， 但它的着眼点在于专
业知识的普及， 缺乏价值关怀。

前些日子， 读曹天元的 《上帝掷骰子
吗———量子物理史话》， 颇为入迷， 忍不
住向隔壁办公室的两个物理老师抒发感
怀———原来好的科普著作不仅深入浅出地
讲述专业知识， 而且在方法论和认识论层
面都给人带来裨益， 同时又有极强的价值
关怀。 一个平日酷爱读书与思考的物理老
师对曹天元的这本书大加赞赏， 但充满遗
憾地说： “不知道有多少物理老师知道这
本书？” 另一位物理老师则建议我把科普
文选和电影放到语文阅读课程之中。 我大
叫委屈： “拜托， 我毕竟是语文老师， 缺
乏很多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 听我这样
说， 他俩决定自己动手， 下午就去给学生
放了科普纪录片 《宇宙与人》。

我讲这个例子是想说明， 推进学生阅
读不仅是文科老师的事儿， 任何学科的老
师都有这个责任和义务。 但现在提到关注
和推进学生阅读， 大家似乎就觉得这是文
科老师甚至只是语文老师的责任与义务，
和其他学科教师无关。 但学科背景和天赋
精力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使得一个人无论
如何努力， 也不可能对所有的学科领域都
有相对全面的了解和认知。

当下中小学校园推进学生阅读的责
任， 主要由文科老师甚至只是语文老师独
立承担。 受制于这种相对狭隘的学科背景
和思维方式， 很多学校的推荐书目几乎都
是经典的文学作品； 而不少理科老师又缺
乏对科普著作的起码关注与兴趣， 他们似
乎更愿意把自己定义为学科教材所要求的
基本知识的传递者， 觉得那些超出教材要
求的科学史与学科理论无须关注。 即使有
些理科老师有科普阅读的兴趣与能力， 但
又因为种种现实原因， 缺乏科普阅读推广
的行动。 文科老师和理科老师在科普阅读
关注上的共同缺失， 加上其他现实因素，
使得科普阅读现状尴尬。

有个年轻人跟随伟大的古希腊数学家
欧几里得学习几何， 他问欧几里得学习几
何有什么用。 欧几里得生气地让他回家：
“给他两个钱， 赶紧给我走， 居然想跟我
学有用之学， 谁不知道我的知识是无用
的？” 相较于欧氏的知识观， 我们的文化
传统是一种“实用理性”， 强调现实功用。
具体到当下的教育教学， 我们有意无意地
更强调从现实出发， 甚至极端到“考什么
教什么”。

日常的教育教学实践， 教师受制于学
科本位的教学观和考试评价， 科普教育更
是严重缺失。 以语文学科为例， 无论是教
材还是考试， 学生从小学就开始接受科普
说明文， 但是绝大多数语文教师只是把这
种文章当成语文学科知识的载体， 对文章
所传达的专业知识、认识方法、价值关怀根
本没有兴趣深入研究。 而中小学理科教材
的编排似乎又是知识本位的价值导向，缺
乏对科学史、方法论、认识论的关注，不少
理科教师的日常教学似乎又加重了这一弊
端，把理科的知识变成了试卷和分数，让学
生进行重复和机械的练习。 学生不了解问
题的背景、先人的困惑与超越，便以为理科
只是冰冷的公式和智力的游戏， 无关情感
与价值。

要改变现状， 我认为首先要形成这种
共识： 推进科普阅读， 是理科老师也是所
有老师的责任与义务， 形成合力， 才可能
推进知识结构相对完整的阅读。

在中小学的日常教学中， 无论文科还
是理科教师， 都应该打破狭隘的学科本
位， 不仅着眼于教材要求和专家指令， 还
应关注学生的成长需求。 更为重要的是，
中小学教师应该摆脱“经世致用” 的知识
观和教学观： 科学知识不是手段， 它本身
就是目的， 它的产生和运用包含了人类的
情感与价值， 是人类认识自己、 认识外部
世界的方式。 脱离了情感和价值的科学知
识与教学， 只强调科学知识教学的功利
性， 从小的方面讲， 是把科学变成了冰冷
的符号， 无法进入学生的内心； 往大了
说， 加剧了学术依附现实， 无法促成真正
的学术独立。

（作者系江苏张家港第八中学教师）

理论和方法之光照亮阅读课堂
———与朱自强教授对谈儿童文学阅读教学
■本报记者 王珺

儿童文学理论家、 语文教育专
家、 中国海洋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所
长朱自强曾在一次儿童母语教育论坛
中说： “语文课堂中的确要有光， 这
光是由许多光束组成的， 但其中最重
要的一道光应该是儿童文学。”

朱自强教授一直致力于将儿童文
学应用于小学语文教育的研究， 日前
他在青岛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围绕其
新书 《小学语文儿童文学教学法》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5年9月版），
畅谈小学语文儿童文学阅读教学的理
论和方法。

儿童文学是语文教育的重
要资源

读书周刊：这些年，儿童文学正在
被一批有改革意识的小学语文教师有
规模地引入语文阅读课。 而此前很长
一段时间， 文学在小学语文阅读中缺
位的现象是比较突出的。据您的研究，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文学教育走过了怎
样的历程？

朱自强：自1923年颁布的《新学
制课程标准纲要小学国语课程纲要》
以后的四十年间， 语文课程标准中都
有“儿童文学”字样，可见那些年是将
儿童文学作为语文教育的主要资源
的。 但是，自1963年的《全日制小学语
文教学大纲（草案）》始，“儿童文学”这
一表述消失了。 1978年的《全日制十
年制学校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
案）》 则出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倒
退———连“文学”字样都不见了。 从这
时起，至2000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
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
止，数种语文课程标准，对“阅读”读什
么，使用什么样的语言资源，一直语焉
不详，也可以说是讳莫如深，既没有出
现“文学”“儿童文学”这一表述，更没
有出现具体的文学体裁。

读书周刊：上世纪90年代末，社会
上展开了对语文教育的批判和质疑，
呼唤人文教育的回归， 这对小学语文
阅读产生了哪些影响？

朱自强：2001年颁布的语文课程
标准开始强调语文教育的人文性，具
体表现在对“文学”给予了一定程度的
重视。 从对第一学段（1、2年级）关于

“阅读”的论述里，可以看出较为清晰
的儿童文学意识， 而对小学阶段课外
阅读的文字量所作的明确规定， 则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应该说， 十几年
来小学语文引入儿童文学， 逐渐重视
儿童文学， 除了儿童阅读推广运动所
起的重要作用， 2001年语文课程标
准也功不可没。

读书周刊： 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
教育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 但受制于
理论和观念的局限， 有时候这二者又
是隔膜的。将儿童文学用于语文教育，
是如何进入您的学术视野的？

朱自强：1987年， 我受教育部派
遣， 作为访问学者赴日本东京学艺大
学研究儿童文学。 与导师根本正义教
授一见面，他就将学术著作《国语教育
的理论和课题》《国语教育的遗产与儿
童文学》送给我，这是我第一次获得儿
童文学与语文教育密切关联这一学术

信息，因为那时国内的儿童文学学者，
似乎都没有在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之
间建立联系。

1990年、1997年我又两度赴日本
从事儿童文学研究， 其间依然不断地
获得儿童文学用于语文教育的学术信
息。可以说，我后来的小学语文教育的
研究意识乃至某些学术理念， 都直接
受到了鸟越信、古田足日、根本正义等
日本学者的影响。

1999年，我当时供职的东北师范
大学拟申报教育部实施的“中小学教
师继续教育工程”教材研发项目，我参
与了项目申报，所申报的课题是“小学
语文文学教育”。 2000年我完成了《小
学语文文学教育》一书，这本书集中呈
现了我所倡导的小学语文“文学教育”
的理念和方法， 并强调其资源就是儿
童文学。

语文教师需要掌握儿童文
学的教学方法

读书周刊：刚才说到，越来越多的
语文教师开始重视并运用儿童文学这
一珍贵的语文教育资源，那么，在儿童
文学进课堂的实践中， 还存在哪些问
题呢？

朱自强： 从目前小学语文阅读教
学运用儿童文学的情况来看， 虽然也
有一些很到位的方法，但总体来看，自
觉的、 高效的儿童文学阅读教学方法
还是普遍性的缺失。 造成这种现状的
直接原因是小学语文教育研究领域对
儿童文学阅读教学在理论上缺乏自
觉、深入的思考和建构，在实践上缺乏
系统性的总结。

读书周刊： 没有理论， 就没有方
法。周一贯、徐冬梅、周益民、何夏寿等
一些专家、名师认为，您的小学语文儿
童文学教学法研究是一项开拓性的工
作，建构了具有整体性、普遍性的儿童
文学阅读教学法。 您的研究思路和理
论资源主要是什么？

朱自强：研究儿童文学教学法，我
必须建构自己的语文观、学生观、教师
观、文章观、阅读观、文学观、儿童文学

观。 在建构这些观念时，我所学习、借
鉴的理论资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卢梭、福禄培尔、杜威、蒙台梭利等人
的教育哲学思想；维特根斯坦、海德格
尔、乔姆斯基等人的语言哲学；索绪尔
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维果茨基、乔姆斯
基、 斯蒂芬·平克等人的心理语言学；
认知心理学（主要是皮亚杰的儿童认
知心理学与加登纳的儿童审美认知心
理学， 我认为两者可以形成很好的互
补）；古德曼、克拉生、钱伯斯等人的阅
读学（其中古德曼的全语言理论对我
的影响最大）；希利斯·米勒、乔纳森·
卡勒等人的文学理论。 这里需要说明
的是， 儿童文学的理论资源就出自我
本人多年建构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
学理论， 我的儿童文学理论集中体现
在《儿童文学的本质》（新版本为《经典
这样告诉我们》）、《儿童文学概论》这
两本著作中。 上述理论资源在我身上
体现的最大价值，就是启发我反思“工
具论”这一语文观，提出了“建构论”语
文观。 我可以预测，不久的将来，中国
的语文教育教学一定会抛弃“工具
论”，走向“建构论”，因为多年的实践
证明，“工具论”是没有出路的。

读书周刊： 对于小学语文教师来
说， 多读一些儿童文学作品是不是就
够了？ 是否一定要具备儿童文学的理
论知识？

朱自强： 理论决定着我们所能观
察到的问题。 是否拥有儿童文学知识
结构， 决定着我们能否将儿童文学文
本当作“儿童文学”来教。 小学语文教
师也好，小学语文教育研究者也好，面
对儿童文学阅读文本， 如果没有儿童
文学理论知识， 就没有一种重要的眼
光， 儿童文学文本所特有的很多语文
教育资源就会从眼前消失， 于是教学
工作、 研究工作常常不免有买椟还珠
之遗憾。所以说，儿童文学知识会给我
们带来判断儿童文学阅读文本之优劣
的眼光。

读书周刊： 您在为小学生编制儿
童文学300种阅读书目的同时，还给教
师编制了一份包括教育哲学、教育学、

语文教育学、语言学、阅读学、儿童文
学、儿童文化理论等类别的50种书目。
应该说，为教师提供的书单非常多，您
的书单是基于怎样的理念研制的？

朱自强： 语文教育是一个跨学科
的领域。以我个人的研究经历而言，要
弄懂语文教育的一些重要问题， 需要
阅读很多学科的书籍， 比如你提到的
教育哲学、教育学、语文教学论、语言
学、阅读学、儿童文学、儿童文化理论
这些学科。我作学术研究，一直有着名
著意识， 因为从名著中不仅能得到关
于学科的重要知识， 而且还会得到更
多的启发和更有价值的思考。 周作人
说过，先要有学问的根据，然后思想才
能正确。 我所列的书单就构成学问的
根据，在此基础上进行思考，就可能有
正确的思想和观点。

儿童文学教学法是一种高
效的阅读策略

读书周刊： 人们往往对专家的理
论有所担心，恐其高高在上、与实践脱
节。 您如何使自己的研究接地气？

朱自强：我一直强调，不具有实用
性的教学法就不是真正的教学法。 我
本人曾经做过近两年的初中语文教
师；在东北师范大学工作期间，我经常
作为指导教师带领学生到学校进行语
文教学实习， 其间少不得进行语文阅
读教学方法上的探讨。近年来，时常受
邀为学前儿童和小学儿童讲故事或作
关于读书的报告， 我非常喜欢做的一
件事， 就是针对所讲的故事提问题，
与孩子们讨论。 还有， 近十来年， 我
听了近一百节名师、 普通教师的语文
课， 包括日本、 马来西亚、 台湾、 香
港的语文教师的语文课， 有的课还会
进行评课。 上述经验都给我的教学法
研究提供了实践的根基和现实的针对
性， 保证我所建构的儿童文学教学法
解决实际问题。

读书周刊： 您在这本书中总结提
炼了十八种阅读教学法， 是不是有了
这“十八般武艺”就可以“玩转”儿童文
学阅读教学了呢？

朱自强：我所说的“十八法”暗合“十
八般武艺”，并不是说掌握了我创设的这

“十八法”就掌握了“十八般武艺”，而是
指，一个语文教师，如果将探究儿童文学
教学法作为一种自觉的意识和行动，就
会掌握十八般武艺。 儿童文学教学法不
止我所创设的这十八种，还有二十八种、
三十八种。 儿童文学教学法需要我们大
家共同来创造。

读书周刊：您在十几年前编著的《快
乐语文读本》中主张，“快乐”不是单纯的
感官娱乐，而是一种心灵愉悦、精神满足
的状态。“快乐”不是对学习的消解，而是
对学习的深度激活；“快乐” 也不是思考
的对立面，因为思考本身就是一种快乐，
而快乐本身也能够成为一种思考。 有了
教学法的儿童文学， 会不会削减阅读的
快乐？

朱自强：我设计、提出儿童文学阅读
教学法，首先是要增加语文学习的乐趣。
如果这些教学法将小学生的儿童文学阅
读过程变得不像儿童文学本身那么妙趣
横生， 我宁愿不写这本讨论儿童文学阅
读教学法的书。

儿童文学教学法是一种阅读策略，
它与自由阅读不同。 提倡自主阅读的斯
蒂芬·克拉生教授也同时强调，“只有自
主阅读无法保证孩子取得最高水平的语
文能力”，语文课上教师的阅读指导如果
方法得当，就能为学生“取得最高水平的
语文能力”助一臂之力。儿童文学阅读教
学法就是要提高学生阅读的质量， 提高
语文学习的成效，即为了让“孩子取得最
高水平的语文能力”。

读书周刊：您的研究如何确保“教学
法”的实用性？

朱自强： 我在讨论这十八种教学法
时，特别重视它们的可操作性。我所提出
的这些阅读教学法， 在命名上很多都是
全新的，比如“纲举目张”法、“欲言又止”
法、“从善如流”法、“天真的阅读”法、“文
化研究”法，但是其内容却不完全是我的
首创。这十八法中，很多方法在儿童文学
的阅读教学实践中都在一定程度上被运
用着，比如提问法、朗读法是每个语文教
师都在运用的方法。也就是说，这十八法
里的很多方法都有阅读教学实践的基
础，我所作的是提取、总结，将其上升到
一定的理论、方法层面。所谓理论、方法，
就是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读书周刊：教师理解、掌握了这“十
八般武艺”之后，在现实的阅读课堂中容
易操作吗？

朱自强：我在提出某种教学法之后，
还要尽量说明什么样的文本适合运用这
种教学法。 比如，讨论到复述教学法，我
会说这种方法特别适合运用于故事、童
话、小说、叙事散文等叙事性作品；讨论
到推演教学法， 我会指出需要选用可预
测性强的阅读文本；讨论到表演教学法，
我会说， 具有矛盾冲突的戏剧性的叙事
作品适合使用表演教学法， 因为这样的
作品有人物对话多、 动作性强的特点，
很适合“舞台” 表演。 这都会给教师以
具体的引导和启发。

读书周刊： 您希望通过儿童文学教
学法在实践中的应用达到什么目的？

朱自强： 我想强调的是， 探究、 建
构这些比较具体的教学方法， 目的是想
使儿童文学的阅读变得更有趣、 更生
动、 更高效。

封面·话题

构建互联网时代阅读新生态
第二届读书会发展论坛在京举行

■本报记者 梁杰

近日在京召开的“第二届读书会
发展论坛” 上， 全国多家民间读书会
发起人与业内学者、 嘉宾围绕读书会
在互联网时代如何构建阅读新生态等
话题展开探讨。

本次论坛由42家民间读书会发
起， 旨在以各种形式的读书会为平
台， 聚集一批爱书好书之人， 用实际
行动构建一个多元开放、 和谐共生的
阅读生态系统， 营造读书人与读书人
之间、 读书会与读书会之间以及读书
会和整个社会之间互联、 互助、 共
享、 共进的读书新风尚。

“我们正处在阅读的好时代。” 韬
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说， 国家政策
的倡导、 立法的呼吁、 政府投入的加
大以及民间读书会的发展， 有力地助
推了全民阅读的开展， 共同构建了阅
读时代的新生态。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王子舟教授
认为， 全民阅读关键是全民参与， 只

有自下而上的自发阅读， 才能最好
地诠释全民阅读的真谛。 他认为，
要构建阅读新生态首先是让没有条
件阅读的人能够阅读，其次是让有条
件阅读的人喜欢阅读，而将两者结合
起来的最好办法就是去贫困乡村推
广阅读。为此，他们开展了贫困乡村
推广阅读项目，包括贫困乡村小学图
书馆项目；乡村图书馆、校园图书角、
家庭书架网建设项目； 民间图书馆、
乡村家庭阅读点建设项目以及小微
力量公益基金阅读推广项目。

论坛上， 中国书刊发行协会社
科发行委员会主任和龑、 中央编译
出版社总编辑刘明清、 中国新闻出
版研究院出版研究所所长徐升国、
博客中国联合创始人王俊秀等也分
别发言。 本届论坛还开展了互联网
时代的读书会、 作为生活方式的读
书会、 读书会的可持续之路等分论
坛， 同时发起成立了亲子读书会组、
青年读书会组、 网络读书会组和自
由读书会组等。

最新书事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研讨会召开

近日， 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和光明日报评论部光明读书会联合
举办的“中国近代思想的现代化历
程———《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学术
研讨会”在京召开。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于2010
年立项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

目”，由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
斌杰担任编纂委员会主任， 国家清
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担任主编，
历时5年多， 共100卷，5200多万字，
于今年全部面世。 入选的主要是活
跃在1840年至1949年间的100多位
思想家，选取其最具代表性的著述，

分别汇编成册，以文集的形式呈现。
在研讨会上，戴逸表示，中国探索

现代化进程是曲折的， 在这个过程中
涌现过各种思潮和学派， 对于这些学
说的研究应该持有包容、客观、公允的
态度， 才能够不断推进中国当代思想
文化的建设。 （却咏梅）

商务印书馆2015年十大社科好书评选揭晓

经过专家学者、书评人、图书编
辑组成的专家评委遴选， 商务印书
馆2015年十大社科好书评选近日
揭晓，《秩序的沦陷： 抗战初期的江
南五城》《智能： 互联网时代的文化
疆域》《面对死亡的人》《弗洛伊德
传》《草木缘情：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
植 物 世 界》《汪 曾 祺 自 选 集》
《1776———美国的诞生》《拷问法国

大革命》《古代器物溯源》《世界史哲
学演讲录1822-1823》入选。入选图
书涉及历史、哲学、文学、社会学、文
化学等多个领域，既有引进版图书，
也有中文原创图书，既有学术著作，
也有通俗作品。

以高票入选的《秩序的沦陷：抗
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一书是著名汉
学家卜正民教授近著， 作者选取江

南五城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为
例，描述了日军残暴占领城市、试图重
建基层机构的过程， 并分析地方头面
人物与日伪政府的关系交织。

除推出十大好书榜单外， 今年商
务印书馆还推出了由19所大学22个
读书会选出的“大学生喜欢的15本好
书”、由微信读者选出的“读者喜爱的
21本好书” 两个榜单。 （缇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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